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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们，终于帮我完成了20

多年来的心愿，千岛湖很美，人更美。”

一名黑龙江籍的残疾老兵在游完千岛

湖回到码头时，紧紧握着将他从游船

上抬回码头的游船工作人员的手，不

停地说着感谢的话。

原来，63岁的邓民泽老人，曾是

一名驻守新安江水电站的战士，20年

前因工作调动离开了新安江水电站，

退伍回到了老家。由于患病得了重

疾，只能借助轮椅出行。虽然经济拮

据，但热爱旅游的他，近几年都一直独

自一人驾着轮椅“穷游”祖国的名山大

川，内蒙古、甘肃、江苏、大连、海南等

地，都是他的打卡目的地，但他最大的

梦想就是再游一次千岛湖，所以就选

择了国庆节来千岛湖。

10月3日上午，邓民泽从海南风

尘仆仆来到千岛湖，当他来到中心湖

区旅游码头时，就和检票处检票员说

出了自己的心愿，并从贴身的内衣口

袋里掏出残疾证、退伍证等证件。工

作人员在了解情况后，特意为他打开

了绿色通道，让他便捷来到码头。老

人看到碧绿的湖水，原就打算在码头

边逛逛，却被在码头等待游客上船的

散客班“千岛湖317号”船长无意间发

现了他“内心的渴望”，马上就喊来了

船上的另外3名船员，将他抬到了游

船上，并开始了美好的千岛湖之旅。

当游船抵达龙山岛时，为方便邓

民泽在景点参观，龙山岛景区公司副

总经理余利忠还专门安排了一辆电瓶

车在码头等候，将他和轮椅一起送到

了前山码头，在参观好海瑞祠后，又将

他送上了前往渔乐岛的公交游船上。

为了确保渔乐岛有人接待，还电话联

系了渔乐岛的负责人缪利军进行衔

接。当时正在2号码头疏导游客的缪

利军，在接到电话后，立即安排好手头

的工作，一路小跑来到1号码头，并挑

选了3位身强体健的同事，一起在码

头等候着。

当邓民泽乘坐的游船靠岸时，缪

利军和吴志诚等4人，第一时间将坐

在船头的老兵连着轮椅一同抬到岛

上。千岛湖的每个景点都有崎岖的山

路和上上下下的台阶，渔乐岛便是由

2座小岛、一座浮桥和数百个台阶连

接而成。走到台阶和下缓坡时，4人

尽量保持轮椅的平衡，到平坦的地方，

缪利军推着老人的轮椅，一边走一边

和他介绍景点的情况，做起了“导游

员”，老人仔细听着，并与工作人员说

起了自己的往事。

由于邓民泽几乎将所有的家当都

安置在了轮椅上，连人带轮椅，少说也

有300斤，到台阶或鹅卵石游步道时，

4人又非常默契地抬起轮椅，没多久4

个人的工作服就被汗水湿透了。旅途

中，大家停停歇歇将老人安全抬到了2

号码头，缪利军还将自己的工作餐交

给了老人用餐，同时又联系返回码头

的游船，将老人安全送回游船，完成与

游船工作人员的交接，也圆了老人多

年的“秀水梦”。

千岛湖旅游人爱心接力

黑龙江老兵圆了20年的“秀水梦”

国庆节期间，许多人选择出门旅游饱览

祖国大好河山。不过，也有一些人放弃休息时

间坚守在一线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着。

图为千黄高速5标建设工地上的建设者，加

班加点，在岗位上度过节日。 记者 王建才 摄

点赞点赞！！
坚守岗位的劳动者坚守岗位的劳动者

为切实加强森林防灭火工作，有效预防和减少
森林火灾发生，平安护航新中国成立70周年,确保
森林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森林法》、国务院《森林防火条例》、《浙江省森
林消防条例》和省市关于“护航70周年”大庆期间
森林消防安保的规定，特发布林区禁火令。

一、即日起至10月15日止，在全县林地及距林
地边缘100米范围内，禁止焚烧秸秆、烧灰烧炭、烧
荒烧草、炼山、焚烧垃圾、点火取暖、野炊烧烤、吸
烟、上坟焚烧香纸点烛、燃放烟花爆竹等一切野外
用火。

二、森林、林地的经营(管护)单位和个人，在其
经营(管护)范围内负有森林防火责任。各乡镇、各
部门和新闻单位要加强对禁火工作的宣传和引导，
加强对智障人员、儿童等人群的教育和监护管理，
全县广大干部群众要严格遵守森林防火相关规定。

三、违反本禁火令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
从重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机关、
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违反本禁火
令的，依法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四、在禁火期间，各乡镇、各部门要切实采取有
效的措施，加大宣传、巡逻和督查力度，强化野外火
源管理和查处，尤其是对重点区域、重点地段、重点
路口要派员严防严守。要做好应急保障准备，一旦
发生森林火灾，要迅速组织专业力量，采取果断措
施，科学扑救，坚决杜绝各类人员伤亡事故的发生。

五、本禁火令适用于全县所有林区。森林火灾
报警举报全天候值守，报警电话：64813351 或
13588211661。

淳安县人民政府
2019年9月11日

淳安县人民政府林区禁火令
10月11日（周五）坐诊专家：

眼 科
消化内科
心内科

耳鼻喉科
10月12日（周六）坐诊专家：

骨伤科
10月13日（周日）坐诊专家：

胆病专科

神经内科
中医消化内科

10月14日（周一）坐诊专家：
风湿免疫皮肤

病科
中医肾内科

10月 15日（周二）坐诊专家：
中医心血管病

消化内科
如遇小调整，以当日坐诊专家为准，咨询电话：0571-64818886。

淳安县中医院（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淳安分院）

杭州市一医院钱晓娃主任医师
杭州市一医院杨建锋主任医师
杭州市一医院杨建敏主任医师
杭州市一医院管明副主任医师

浙二医院王祥华主任医师

上海东方医院胡海主任
（因工作冲突，临时调整为10月10日周四来院开展手

术，欲手术者需提前1-2天空腹来住院）
浙二医院宋水江主任医师
杭州市中医院刘庆生主任

省新华医院王新昌主任

杭州市中医院包自阳副主任医师

杭州市中医院祝光礼主任
杭州市一医院杨建锋主任医师

专家门诊一览（外聘专家）

姓名
于 民*
郑成根
沈泉泉*
蓝建平*
范丽英
陈新红
蔡茂华
黄健戈
刘玉平
章水均*
江苏安
徐仁斌
徐慧群
李鹏*
占小平
穆德广*
黄恩铭
余威勇
姜云清*
黄健戈

专业
神经内科
心内科
肾内科

血液病内科
妇产科

感染科、肝病门诊
普外科、甲乳外科

中医科
口腔科
骨 科

呼吸内科
儿 科
眼科

消化内科、胃癌早筛
普外科、肝胆胰外科

呼吸内科
骨科

感染科、肝病门诊
妇科
中医科

职 称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中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中医师

坐诊时间
周三上午
周三上午
周三上午
周三上午
周三上午
周三上午
周三上午
周三上午
周三上午
周三上午
周三上午
周三全天
周四上午
周四上午
周四上午
周四上午
周四上午
周四上午
周四上午
周四上午

徐风洲
张新满*
郑德明
丁雪燕*
雷 兵*
董全进*
王 亮*
戚晓虹*
邵 磊
张新满*

疑难病多学科联合门诊（MDT）
蔡茂华
范丽英
陈旭萍

本周末特色专科门诊
严建平*
徐仁斌
徐东燕
徐风洲
注：带“*"号者为省人民医院派驻专家。
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省人民医院淳安分院）

儿科
超声科
感染科
心内科

神经外科
肛肠外科
手外科
眼科
儿科
超声科

多学科联合门诊
高危妊娠联合门诊
高危妊娠联合门诊

呼吸内科
儿 科

小儿性早熟、矮小症
儿 科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周四上午
周四全天
周五上午
周五上午
周五上午
周五上午
周五上午
周五上午
周五全天
周五全天

周三上午
周三上午
周四上午

周六上午
周六全天
周日上午
周日全天

专家门诊时间一览表（10月9日—10月11日）

名医（专家）服务送下乡

本报记者通讯员综合报道
···········

登高赏秋，爱心慰问，文艺汇演

……10月7日是中国传统节日重阳

节，今年的重阳节恰逢国庆长假，全

县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重阳节敬老爱

老活动，传承尊老文化，弘扬敬老美

德，营造欢乐和谐的节日氛围，努力

让每位老人都过得开心幸福。

千岛湖镇 企业爱心献老人

“高兴，真是太高兴了！”在千岛

湖红枫颐养院施家塘居家养老中心，

老人们欢声笑语、乐开怀。杭州康诺

邦健康产品有限公司、乐马国际旅行

社联合开展“重阳节 送爱心”活动，

一行人来到养老院，详细了解老人的

身体情况和护理内容，将金秋温暖带

进老人的心田，为他们送去暖心慰问

品。

县委老干部局 登高观景话初心

县委老干部局举办以“尊老敬老

健康和谐”为主题的重阳登高活动，表

达对老干部的尊敬之情与关爱之心。

近500余名老干部以饱满的热情和乐

观向上的精神，沿着山路登上了峰

顶。大家一路上兴致勃勃地登高观

景，俯瞰千岛湖的秀丽风光，畅谈祖国

70周年的辉煌历程，进一步坚定“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理想信念。

王阜乡 劲吹尊老敬老风

王阜乡的王阜村、马山村、横路

村、管家村等村庄举办了形式多样的

重阳节尊老敬老活动。在王阜村大

会堂，台上为老人编排的《祖国你

好》、《万爱千恩》等歌舞节目轮番上

演；台下20多张圆桌摆放有序，全村

180多位70岁以上的老人欢聚一堂，

边聊家常边观看演出。活动中还为

村里3位90岁以上老人颁发了村寿

星荣誉证书。

火炉尖社区 爱心馒头甜蜜蜜

“社区真是太有心了，重阳节又

惦记着给我们送来馒头，生活在火炉

尖社区这个大家庭越来越幸福了！”

余年春老人接过社区工作人员送来

的馒头高兴地说。火炉尖社区和社

区老年食堂一起开展“九九重阳，敬

老爱老”公益活动，将象征福禄寿喜

的红点馒头送给了辖区内九十岁以

上的高龄老人、孤寡老人、积极参与

社区公益服务的老党员及老志愿者

等，共送出了100余份1000多个“爱

心”馒头。

临岐镇小 退休教师齐欢乐

临岐镇小53名退休教师在临岐

镇小欢聚一堂，共庆重阳、国庆双佳

节。当日，恰逢学校举行秋季田径运

动会，学校工会组织退休教师们观看

了精彩的开幕式。嘹亮的号声，整齐

的鼓点，飘扬的彩旗，壮观的场面，无

不让他们感慨万千，昔日耕耘校园的

时光也不禁浮现眼前。

威坪镇茶合村 爱心人士献爱心

威坪镇茶合村60岁以上老人聚

集在一起欢度重阳节,该村主要干部

在宣传讲解有关垃圾分类知识的同

时,给本村300余名老人送上自产的

菜油、玉米和大米。近年来，该村都

举办重阳节敬老活动，发动党员群众

捐款献爱心。今年共收到50多名爱

心人士捐款3.5万元，将全部用于老

年公益事业。

安阳乡 各村活动很丰富

安阳乡各村开展形式多样的爱

老敬老活动。昌墅村，为老人们安排

了精彩的节目演出；下栖梧村，精心

准备了礼品、节目；乌龙村为老人们

准备了生日蛋糕；上梧村多才多艺的

老年人拉胡琴、吹唢呐。近年来，安

阳乡通过建立健全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发放困难老年人生活补助等措

施，进一步保障老年人生活水平；通

过举办送戏下乡、组建农村文艺队，

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

富文乡 暖心行动再出发

在重阳节这天，富文乡计生协工作

人员和村干部一起走进计生特殊困难

家庭，开展暖心行动，陪他们一起过重

阳节，用实际行动传承爱老敬老的优良

传统。富文商会也开展了走访慰问活

动，为全乡90岁以上老人送上水果等

慰问品和节日的祝福。

传承尊老文化 弘扬敬老美德
我县开展丰富多彩的重阳节敬老爱老活动

记者
··

程就
··

通讯员
···

方小毅
···

人逢喜事精神爽，大庆之期，千岛湖景区游和乡

村游持续火爆。根据县内各主要城际卡口交通流量

监测，国庆期间，进出千岛湖的交通总流量达

651412辆次，较去年同期上升13.28%。交警大队

全员上岗，全力以赴，圆满完成了国庆黄金周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工作。

面对超常交通流，交警部门重点在珍珠半岛灯

控、南山大街、环湖南路、松城饭店门口、阳光灯控等

易造成交通堵塞的路段部署重兵，加强现场指挥疏

导和管控，确保通往景区道路通畅。实施城区交通

组织的进城两级、出城三级分流引导方案，即对进城

车辆在珍珠半岛灯控、移动公司灯控实施引导，出城

车辆在滨湖大道梦姑路交叉口、梦姑路环港路交叉

口、丁字路口灯控实施引导，有效缓解高峰时段车辆

拥堵现象。将大客车和小车有序引导到不同的停车

场停放，各停车场饱和后指挥车辆在公路两旁有序

停放，实现停车管理效率最优化。

在全力保障城区畅通的同时，重拳出击，严查工

程车闯禁、超速、超员、涉酒驾驶等重点违法行为和

静态违法停车、电动车违法等显见性交通违法行为，

强化路面管控，消除安全隐患。节日期间，共现场查

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661起，其中无证驾驶案件23

起，危险驾驶案件5起，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案件20

起，货运机动车违法载人14起。

七天长假里，全体交警用坚守诠释着忠诚、奉

献、担当。民警鲍永华、辅警徐姣将女儿托付给年迈

的爷爷奶奶，夫妻齐上阵保大庆。年逾58的老民警

许高塘、胡发荣在东南码头的坚守，体现的是老党员

的政治品德。阳光灯控、丁字街至秀水桥路段等重

点岗位执勤人员，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坚守，面对滚滚

车流，指挥、疏导一刻不放松，在车水马龙中重复着

不变的动作，展现了人民警察的初心担当。

国庆假期千岛湖
交通流量逾65万辆次

通讯员
···

邵文才
···

张延志
···

据统计，今年国庆长假期间，全县水陆（公、铁、

水、公交、高铁接驳）旅（游）客运输总量73.123万人

次。其中，道路各车站发送班车7851个班次，输送

旅客 18.5462 万人次；高铁千岛湖站发送旅客

10.5078 万人次（发送旅客 5.7960 万人次，到站

4.7118万人次）；水路发送4553航次，客运量人次旅

（游）客16.6493万人次；千岛湖镇城市公交发班

9464个，客运量达到 22.05万人次；高铁接驳车（含

高铁快速专线、旅游穿梭巴士、酒店穿梭巴士、乡村

景区直通车）共发班2484个班次，运输量为5.3697

万人次，接驳客流量占到高铁运输量51%。水陆客

运票价稳定、服务优质、旅（游）客出行方便，未发生

车船安全责任事故和客货滞留、无序竞争和重大投

诉事件，全县节日期间运输安全、顺畅。

长假期间的客流以探亲、学生和游客为主，节

日前五天前往各乡镇农村客流较旺，10月4日这

天，高铁千岛湖站迎来了客运高峰，运输旅客1.8万

人次。10月6日至7日，高铁千岛湖站、客运中心

和客运总站到杭州、宁波等地客流迎来返程高峰，

从10月6日开始各乡镇返回千岛湖和杭州等方向

客流增多，全县日客流最大高峰达到2.5 万人次

左右。

国庆期间，各车站、旅游码头、高铁千岛湖站开

展形式多样的优质服务活动，通过延长作业时间、增

设售票窗口、延长售票时间、设立咨询处，为乘客排

忧解难，满足出行需求。

另外，县运管部门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对旅游码

头、客运站、高铁千岛湖站及集散地等周边运输秩序

的监控，加大对城区出租车的管理，同时调派车辆支

援车站高峰运输，加密千岛湖城区公交车及高铁快

速专线车，开通游客换乘公交车，保障游客畅游千

岛湖。

县公路路政部门展开治超、清理路障行动，执行

24小时值班制，及时处理路面坑洞和安全隐患。港

航部门认真落实节日运输安全各项措施，确保了千

岛湖航区国庆长假旅游运输安全有序。

我县国庆长假
水陆运输安全顺畅


